
可可在在自自家家進進行行確確定定申申告告！！  

工薪族利用國稅廳網站 

製作確定申告書的方法 

【中文繁體】
２０２2．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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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  ＆ 

以郵寄等方 

＆ ＆ 提交

確定申告書的製作方法 

1 請閱讀本說明書，在網站（https://www.keisan.nta.go.jp/kyoutu/ky/sm/top#bsctrl）
上製作確定申告書。 

2 請在「居住方式等的確認書」中填寫住址、姓名及其他必要事項。 

3 請在「附件表單」上填寫住址、姓名，並附加必要文件。 

4 請從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shinkoku/yoshiki/01/shinkokusho/pdf/r03/19.pdf 
下載列印「居住方式等的確認書」。 

居留卡（或外國人登記證

明）的副本 

說明書 居住方式等的確認書 附件表單 

【注意】 

本說明書旨在幫助忘記在年末調整時添加撫養家屬、希望享受醫療費控除的人等製作確定申告書。 

 

等 
醫療費扣除明細 

 https://www.nta.go.jp/t
axes/shiraberu/shinko
ku/syotoku/r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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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ta.go.jp/
taxes/shiraberu/shink
oku/syotoku/r03.htm 

閱讀說明書， 
製作列印確定申告書

添加住址、姓名等
必要事項 

添加 

https://www.keisan.nta.go.jp/kyoutu/ky/sm/top#bs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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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本冊子以在日本公司就職的外國人為對象說明製作确

定申告書的方法。 

因此，只有從公司領取薪水的人才能使用該方法製作

确定申告書。 

計算稅金時可從所得金額中扣減的扣除項目（所得扣除）有很

多，在此說明的僅為以下事項。 

1 有撫養家屬

2 繳納國民健康保險費

3 繳納國民年金 

4 支付捐款 

5  支付醫療費 

因此，自營店鋪者、有薪資外收入的工薪族、新建房屋等且想享

受住宅借款等特別扣除者不能使用本冊子中說明的方法製作确定

申告書。煩請註意。 

自營店鋪者 想享受住宅借款等特別扣除者

請務必閱讀。 

撫養非 1５頁㊷號中記載的人員或撫養同居的 70 歲以上的家人的情況除外。 

支付特定一般用藥品等的購買費的情況下適用於醫療費扣除特例的情況除外。 

稅務人員双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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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确定申告書請準備下述文件。 

1 源泉徵收票 

2 居留卡（或外國人登記證明）影本（正反兩面） 

3 能夠確認個人編號的文件（個人編號卡或通知卡等） 

4 適用於撫養扣除等的情況下 

（1）撫養親屬居住在日本的情況下
所撫養的撫養親屬的居留卡（或外國人登記證明）的影本

（2）撫養親屬不居住在日本的情況下
① 出生證、結婚證
② 證明匯款給撫養親屬的文件

（注） 
A ①必須是原件。②不限於原件，也可以提交副本。

B 關於②，如果有多位撫養親屬，請添加每個人的文件。 

C 如①、②的文件是用外語製作的，請添加其譯文。 

D 同一個人不得同時被兩個人作為撫養對象。 

5 銀行存摺的封面和封底的影本 

6  關於社會保險費的扣除 

參加國民健康保險者和繳納了國民年金者請準備付款證明。 

7 關於捐款扣除 

支付捐款者請準備捐款扣除證明。 

8 關於醫療費扣除 

醫療費支出超過 10萬日元者請準備醫療費收據等，製作「醫療費扣除明細單」。 
另外，因收入金額不同，有時 10 萬日元以下也能享受醫療費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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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① 

打開國稅廳網站(https://www.nta.go.jp)、 

點擊「申告手續「中的「確定申告書製作專區「 

申報手續的確定申告書等製作專區。  

② 
點擊  「開始製作」。 

③
點擊  「列印提交」 

https://www.nta.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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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④

確認推薦環境， 

點擊 「同意使用規章，進入下一步」。

⑤

點擊 

點擊 

「所得稅 

● 製作所得稅的确定申告書

（醫療費扣除、捐款扣除、 

住宅貸款扣除等）。」 

⑥

點擊  「下一步」。

⑦

選擇點擊最下方的「西曆」。 

申報者的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 

所輸入的出生年月日將用於

在申報書等上顯示和計算扣

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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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⑧

輸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⑨

※ 以下是源泉徵收票為 1張且年末調整尚未完成時的輸入例。

申報內容相關提問 

①「有無薪資外申報收入？」

點擊「無」。

②「所持有的源泉徵收票為 1張嗎？」

點擊「是」。

③「在工作單位已經完成年末調整了嗎？」

點擊「否」。

④「是否從稅務局收到預繳稅額通知？」

點擊「否」。

⑩ 點擊   「下一步」。  

⑪

薪資所得的 

   薪資所得的   點擊  「輸入」。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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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⑫ 

點擊  「輸入」。  

⑬ 

⑭ 

（還有其他要輸入的源泉徵收票時， 

 點擊「繼續輸入另一份」， 

按照相同方法輸入數位等。） 

※確認源泉徵收票的年份是否相同。

  輸入源泉徵收票後， 

點擊「確認輸入內容」。 

⑮ 

確認所輸入的金額。 

  點擊「下一步」。 

根據源泉徵收票，輸入①支付金額、

②源泉征收稅額、③社會保險費等的

金額數字。

※ 輸入數位時，不要輸入小數點、
逗號、點。

× 2.115.560 
○ 2115560

※ 不可輸入非居住者期間的源泉
徵收票金額。

根據源泉徵收票，輸入④繳納者的住

址(居所)或所在地或法人編號。 

根據源泉徵收票，輸入繳納者的姓名

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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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⑯ 

收入金額輸入完畢後， 

點擊 「輸入完成（下一步）」。 

⑰ 

醫療費扣除 

支付醫療費的情況下， 

醫療費扣除  點擊 「輸入」。

⑱ 

選擇所適用的醫療費扣除 

點擊「適用醫療費扣除」。

⑲ 

選擇醫療費扣除的輸入方法 

在此根據醫療費收據輸入，製作明細單。 

◉   

在點擊「根據醫療費收據輸入，製作明細單「後，、 

點擊「下一步」。  

沒有支付時，不點擊，進入第１０頁的㉕號。 

僅輸入醫療費合計金額（請提交另行製作的明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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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⑳  點擊 「輸入」。

㉑ 

輸入「接受醫療者的姓名」。 

※全形 10個字元以內

輸入「醫院和藥房等收款方的名稱」。 

※全形 20個字元以內

診療和治療   買藥 

護理保險服務     其他醫療費（門診費等） 

輸入「A 支付的醫療費金額」。 

存在「A中由生命保險、社會保險等補貼的金額」時，應輸入。 

㉒ 

（還有其他要輸入的醫療費時， 

點擊「繼續輸入另一份」，按照相同方法輸入數位等。） 

點擊「確認輸入內容」。 

2021年內支付的醫療費屬於醫療費扣除物件。 
可以不按“每張收據”，而按“醫院、藥房等收款

方的名稱”合計金額進行輸入。 

從「醫療費類別（可多選）」）中選擇相符的類別。



10 

㉓ 

（還有其他要輸入的醫療費時， 

點擊輸入其他醫療費，按照相同方

法輸入數位等。） 

全部醫療費都輸入完畢後 

  點擊「下一步」。 

㉔ 

會顯示計算結果確認（醫療費扣除）畫面，請確認計算結果， 

點擊 「下一步」。 

㉕ 

社會保險費扣除 

繳納國民健康保險費、國民年金等社會保險費的情況下， 

社會保險費扣除 點擊 「輸入」。

㉖ 

關於源泉徵收票中記載的事項，請從薪資所得或公共年金等 
雜項所得畫面輸入。 

點擊「輸入」。 

沒有支付時，不點擊，進入第１２頁的㉛號。 

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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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㉗ 

選擇「社會保險費的種類」。 

在「繳納保險費」欄中按種類輸入１年支付的金額。 

  健康保險（含自願續保）

  國民健康保險

  厚生年金 

  厚生年金基金 

  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基金 

  護理保險 

  75歲以上的老年人醫療保險 

其他 

㉘ 

 如果繳納國民健康保險費，則選擇上數第 3 項，在空欄中輸入 1

年間中（1月至 12月）繳納的國民健康保險費的金額。

㉙ 

如果繳納國民年金，則選擇上數第 6項，在空欄中輸入 1年中（1

月至 12月）繳納的國民年金的金額。 

沒有繳納時，不輸入。

沒有繳納時，不輸入。

點擊「確認輸入內容」。 

輸入後，  

點擊「確認輸入內容」。 

輸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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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㉚ 

（存在其他需要輸入的社會保險費時， 

點擊輸入其他社會保險費，按照

相同方法輸入數位等。） 

全部社會保險費輸入完畢後， 

點擊「下一步」。 

㉛ 

捐款扣除 

支付了捐款（故鄉納稅等）時 

捐款扣除 點擊 「輸入」。

㉜

點擊「輸入」。 

㉝

輸入「捐款年月日」。 

選擇「捐款種類」。 

按證明書輸入「支付的捐款金額」。 

輸入「受捐方所在地」。 

※全形 28個字元以內

輸入「受捐方名稱」。 

※全形 28個字元以內

沒有支付時，不點擊，進入第１４頁的㊲號。 



13 

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㉞

對國家的捐款 

對都道府縣、市區町村的捐款（故鄉納稅等） 

對日本紅十字社支部的捐款 

對公益金會的捐款 

對政黨和政治資金團體的捐款 

對認定 NPO 法人等的捐款 

對公益社團法人或公益財團法人等的捐款 

因不接受退票款等而對主辦方等支付的捐款 

與上述以外的捐款扣除相符合的捐款 

㉟

繳納故鄉納稅時，輸入捐款扣除證明書中記載的「支付年月日」，

從捐款的種類中選擇第二項「對都道府縣、市區町村的捐款（故鄉

納稅等）」。 

故鄉納稅的情況下，勾選「對市區町村的捐款」，從清單方塊中選

擇所捐款的自治體。 

輸入所支出的捐款金額。 

輸入後， 

 點擊「確認輸入內容」。 

沒 有 繳 納

時，不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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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㊱ 

（還有其他需要輸入的捐款時， 

點擊輸入其他捐款，按照相同方法輸

入數位等。） 

全部捐款輸入完畢後， 

點擊「下一步」。 

㊲ 

配偶扣除和配偶特別扣除 

撫養妻子或丈夫的情況下， 

  點擊 「輸入」。 

※丈夫、妻子有收入的情況下，根據其金額，有時無法享受扣除。

㊳ 

輸入所撫養的妻子或丈夫的姓名、出生年月日。 

※ 出生年月日的輸入方法與最初輸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時相同。

㊴ 

所撫養的妻子或丈夫為非居住者時，勾選。 

輸入後，  

點擊「下一步」。 

配偶扣除 

配偶特別扣除

不撫養的情況下，不點擊，進入第 1５頁㊵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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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㊵

撫養扣除 

撫養妻子、丈夫以外的家人的情況下， 

撫養扣除    點擊「輸入」。 

㊶ 

點擊 「輸入」。

㊷ 

輸入每個所撫養者的出生年月日。 

※妻子或丈夫已經輸入完畢，此處不再輸入。
出生年月日的輸入方法與最初輸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時相同。

㊸ 

所撫養者為非居住者的情況下，勾選。 

有 2名以上被撫養人的情況下， 

點擊「繼續輸入另一人」， 

與第一個人同樣輸入。 

輸入後，  

點擊「確認輸入內容」。 

子女 
父 
母 
祖父外祖父 
祖母外祖母 
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 
非親屬 
其他親屬 

沒有撫養的情況下，不點擊，進入第 1

６頁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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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㊹ 

點擊「下一步」。 

㊺ 

在輸入了未滿 16歲的撫養親屬的情況下， 

會顯示左述資訊， 

點擊「是」。 

㊻ 

輸入後，  

點擊「輸入完成（下一步）」。 

㊼ 

點擊「輸入完成（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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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㊽ 

  顯示所退還的金額。 

點擊「下一步」。 

㊾   點擊「輸入完成（下一步）」。 

㊿ 

再次顯示退還金額。 

根據所選擇的領取方法，點擊以下項目。 

（1）「存入郵政銀行以外的銀行等」的情況下 

點擊「ゆうちょ銀行以外の銀行等への振込み」 

（2）「存入郵政銀行」的情況下 

點擊「ゆうちょ銀行への振込み」 

（3）不點擊「ゆうちょ銀行の各店舗又は郵便窓口での受取り」 

51

輸入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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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52 

輸入姓名等 

姓名（注音假名）※全形，最多 11個字元 

姓名（漢字或字母）※全形，最多 10個字元 

電話號碼 

戶主 

從戶主角度来看的親緣關係 

職業 

商號、店名 

臨時保存輸入資料 

點擊「下一步」。 

53

輸入個人編碼（12位元）。  

當所輸入的數位有誤時， 
會顯示資訊，點擊 OK ， 
輸入正確數字。 

點擊「下一步」。 

54 沒有或不知道個人編碼時，跳過，點擊「下一步」。 

顯示左述資訊後，

點擊「否」。

55

選擇要列印的表單 

在全部勾選的狀態下， 

點擊「顯示和列印表單」。 

沒有或不知道個人編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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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56

在畫面下方顯示 

點擊「打開文件」。 

※需事先安裝 Acrobat Reader。

57

顯示要列印的确定申告書。 

點擊   ，進行列印。 

58

當點擊    時，列印确定申告書。 

 提出用に２１～２４頁所述，填寫住址、姓名等，與附件一起

提交給稅務局。 

郵寄說明記載於第 2６頁。

自己留底用中的左上角印有 

 （留底）。

留底不提交給稅務局。 

59 

點擊「下一步」。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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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畫面 操作方法 

60

關於列印申報書後的作業 

想保存所輸入的資料者 

點擊「保存輸入資料」。

61

62

點擊「完成」。 

63

點擊「是」，完成。 

申告書的提交期限為 

2022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2022 年 3月 15日（星期二） 

※ 其中退還申告可從 2022年１月起提交



21 

確定申告書中記載事項 

住址 

或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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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申告書中記載事項 

住址或所在地

姓名或名稱

住址 

姓名 

所撫養的丈夫或妻子的姓名 

有撫養家屬的情況下 

住址 
商號
注音假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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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申告書中記載事項 

住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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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申告書中記載事項

姓名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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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申告書留底

這四張為留底，請勿提交。 

這些不是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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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申告書和附件的收件人 

＆      & 

裝入信封 

 

确定申告書和附件請提交給主管稅務局。 

  主管稅務局的地址參見國稅廳網站。 

（https://www.nta.go.jp/about/organization/access/map.htm#map） 

1 

２２ 

申告書 居住方式等的確認 附件 

确定申告書和附件的收件人 




